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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今晚的月亮很皎潔，天色亦清朗得很，本來是一個約會逛沙灘、散散步、放放狗的好日子，而這亦是
我原定的計劃……但很可惜，今晚，我不能與我最愛的人一起做這種平凡的事情。

記得歐陽師父在第一次見到彤彤時曾經說過，彤彤的陽壽本應在她八歲那年就完了，只是因為她姊姊
捨身相救，彤彤才可以換來這十二年的幸福時光。

現在，她姊姊終於要回來取回她應得的東西。

我坐在加護病房裡，緊緊的捉住彤彤的手道：「彤彤，其實依一個月黎，我真係同你過得好開心。你
知道嘛？有人話，鐘意，只係好單純地一種好感既情緒。而愛，係可以為對方付出一切，

包括生命。你雖然係我初戀，但我可以好肯定咁講……我愛你。」

彤彤的指頭動了一下，一顆眼淚從她緊閉的眼睛流下來。

「要出發喇……彤彤，聽朝一早，你就會醒返，望下依個咁靚既世界。」我自問不是一個愛哭的人，
但不知為何……想到這裡，想到可能永遠不能與彤彤再見，我的心，就徹徹底底的碎了。

「鈴……」火警鈴響起來，護士們都跑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了，這毫無疑問也是我的計劃之一，為了
偷偷把彤彤帶離醫院，我沒辦法不這樣做。

彤彤，很快…你就可以…重新感受這個世界了！

-------------------------------------------

我叫阿King，今年二十歲。

中六畢業後當了兩個月雙失青年後主動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現在這份工作，雖然不太喜歡，但還是繼
續做，一做，就做了三年。

沒錯，這份工是一個他媽的平凡眼鏡售貨員，每天就是對著客人阿諛諂媚，博取客人歡心，賺那小小
的俑金。說真的，這種工作做得久了，實在會叫人發瘋。

唯一的動力，就是在開始做這份工作不久後，我遇上了一個女孩，她總是在我工作的眼鏡店配眼鏡和
隱形眼鏡。她雖然不算很漂亮，但五官標緻，身形修長，光是這兩點就足以迷到我了。但

真正迷到我的，卻是她每一次光顧完離開時留下的那抹笑容，雖然那個笑容總是好像帶點悲傷似的，
但亦因為這個笑容，我堅持了下去。



沒錯……每天就是等待著她的來臨，日復日的等…終於在今天，我踏出了我的第一步，邁向我的初戀
大道，但想不到同時亦是步向地獄之路……

這一切一切，都由今天，她來配眼鏡開始。

------------------------------------------

這個女孩叫彤彤，與我同月同日生，比我小一歲，性格比較內向，每一次來配眼鏡總是架著一幅黑框
眼鏡，專注地看著課本的，這亦是她的吸引之處。

今天，她又來配眼鏡了。

「Hello～又黎配眼鏡呀？」我裝著熟的問道，彤彤嫣然一笑說：「唔係，我今日……係想配Con既。
」

「無問題，坐低幫你驗下基本度數先。」我作手勢讓彤彤坐在驗眼機前面，開始進行驗眼工作。

「小姐放鬆d，你會係部機度見到個汽球時清時蒙既。」我繼續說著客套的說話，然後把驗眼機推至
適當的位置，終於，電腦開始計算著彤彤左眼的近視度數。

然而，怪事就在這一刻發生了。

本來我只應該在螢幕上看到的，是彤彤的瞳孔和眼球，還有一些數據，但就在我把位置拉到彤彤的瞳
孔位置時，我從她的眼球中，看到一點白影。

那道白影是一張人臉，這張人臉對我來說太熟悉了，因為我曾經在我八歲那年，見過這一張臉。

這張臉充滿痛苦，五官完全扭曲在一起，但可怕的是，我記起了一段往事。

當年我見到這張臉的時候，是與家人一起駕車子時在荃錦公路發生車禍，與對路車相撞……

還記得當時我見到這張臉的時候，還心裡暗嘆：這個女孩好可憐啊……明明這麼漂亮…如果她是我未
來老婆就好了。

這張人臉，勾起了這樣的一段回憶。

心頭，開始生起恐懼。

望著瞳孔中的白影人臉，我愣住在現場，越來越接近那小小的電腦螢幕。

直到我完全專注望著那張人臉時，我發現那張人臉並不是在螢幕裡看著我。

細看之下，這張人臉，是從螢幕反光的位置中見到的。

換言之，這張人臉，正正就在我後方。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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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臉逐漸靠近我，從螢幕的倒影中，我能看到人臉正依靠在我的肩上。

此時，這張臉在的耳邊輕聲幽語：「搵—到—你—喇—嘻—」

「嘩！」我嚇得整個人失神坐了在地上，經理見狀便走過來扶起我：「咩事呀King？面都青埋既？
」

經理何生的來臨宛如救星一樣，我捉住何生的手，冷汗直冒。

「何生…我…我…」我正想將詭異的事情說出來，卻發現更詭異的事情發生了。

我身邊根本什麼人都沒有。

整間鋪，根本一個人也沒有，我躡手躡腳的慢慢走出鋪外，當我的腿甫一踏足街道的灰色水泥磚頭上
時，整個世界由藍天，變成一個紅色的天空。

到處的建築物都在腐化，不論是高雅的希慎廣場、殘舊的鵝頸橋，還是車來車往的軒尼詩道，通通都
在腐化。

但整個鬱悶的血紅世界，還是一個人都沒有。

突然，一個女孩的身影出現於電車路上。

我認得，那個女孩與彤彤穿的衣服是一樣的！

「甘小姐！你做咩行到咁出呀？好危險架！」我下意識地吼了出來，就在這個時候，女孩驀然回首，
這個女孩不是彤彤。

這個女孩，臉上掛著一張詭異的笑容，然後漸漸開始扭曲她的五官，到最後，一輪的士撞過了她的身
體，她就消失不見了。

我四處張望，試圖尋找女孩的蹤影。

但……真的要找嗎？

這個人，不就一直在我身後嗎？

我身子一轉，與女孩四目交投。

女孩張開那扭曲了的嘴巴，從喉嚨中，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響。



「Bi—————」這是我最後聽到的聲音，發自那喉嚨深處的低頻聲。

------------------------------------------

「喂！阿King！」

咦？誰在叫我？

我的眼睛慢慢張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白花花的天花板。

「依度…係邊度黎…？」我慢慢坐直身子，望著身邊坐著一個我最熟悉的人——我的摯友梓峰。

「係你經理送你黎醫院既，佢話你驗驗下眼突然同個客同時暈左，所以call白車送你地入醫院。你生
命跡象曾經一度低落，陷入昏迷……你已經昏迷左足足兩日喇。」梓峰倒了杯暖水給我，

我試圖整理一下思緒，望望窗外的景色，依然是尉藍的天空，並沒有什麼血色天空和腐化的建築。

「我阿媽呢？」

「伯母攰得滯返左屋企休息喇，所以我一路係度睇住你等你醒，班兄弟都係出面，你使唔使出去見下
佢地？」

「我落唔到床。」我想動，但身體還適應不了。

「我幫你叫醫生。」梓峰說罷，按了一下護士站緊急掣，一個護士立時走進來。

「姑娘，病人醒左之後點解仲未落到床既？」梓峰著急的問，護士耐心的道：「病人岩岩醒返，身體
冇咁快適應到架，你可以叫你幾位朋友入黎同佢傾下計先，等佢個人開心d，會好得快d架

。」

「喂姑娘你講野咁冇醫學根據既？我要投訴你，你俾你電話我。」梓峰突然來這一手，害得我爆笑當
場。

但那護士依然不溫不火的說：「唔好意思呀先生，你要投訴既，可以出護士站個投訴箱度填返張for
m。」

「唔得，我要你既個人投訴熱線。」梓峰不屈不撓，屢戰屢敗的性格，到底會否打動護士呢？

護士沉默了兩秒，然後說：「63334288，我叫Kay，需要投訴我既就whatsapp我啦。」

梓峰突然擺出一個劉德華的Pose道：「無問題，你飲定忘情水等我投訴你啦。」

阿Kay嫣然一笑後，徑自離去繼續忙其他事，梓峰切了一個蘋果放在桌上後道：「溝女既野容後再講
，我叫佢地入黎先。」



梓峰離開房間後，我突然想起……我們中學時自稱五虎的，自從畢業後都有一段時間沒見面了……想
不到再重聚之日，竟然是我出事之時。

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一道黑影飛過醫院的窗子。
我猜到，人臉又要來了。

因為，就只有這張人臉，才會發出那麼討厭的低頻。

「Bi——————」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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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地，人臉並沒有出現，聲音亦很快隨之消失不見。

我試圖落床，但一陣無力感湧上心頭，令我失去平衡，跌到床下。

此刻，我才明白，原來那個在血色世界出現的女孩，一直……一直就在床下。

「Bi—————」又是討厭的低頻，但今次我倒是聽到一些句子，應該是說，在低頻當中，能隱約
聽到她在說：「我—等—左—你—好—耐—喇—」

「呀！！！！！！」我當場尖叫起來，此時房門突然打開，是梓峰和我幾位摯友。

我再定神一看之時，什麼都已經消失不見。

「咩事！做咩叫到咁？」梓峰扶起我，我努力地尋找「站立」的感覺，終於站到起來。

「死喇……今次玩完喇……梓峰……我……」

「你你你咩得架？你試下冷靜d組織下再講啦，講到1999咁我地明條鐵咩？」說話的是我另一位摯友
，阿源。性格火爆，但卻很為人設想的。

「我諗……我俾鬼纏身……」我嘆了一口氣，雖然已經作好了不被信任的預算，但還是說出來對自己
會比較舒服一點。

「有冇咁猛呀？」說這句的叫Leo，亦是我摯友之一，擁有無敵的身形和樣貌，但是最膽小的一個。

「我信。」而說這句的，則是我們五個當中向來出名沉默冷靜的一個，他叫阿影。

「放心喎，我地五虎係齊度，有咩鬼都走晒啦！驚條春咩！嗱老老實實，難得咁人齊，等你夜小小睇
下出唔出到院，我地一齊去大排檔啤啤佢！好無？」阿源搭著我的肩說，我笑了笑，久違

的安心，把不安掩蓋著。但我總是覺得，在某一個角落的暗處，有一雙眼睛，正望著我的一舉一動，
就像獵人一樣，待機而動。

當日下午，醫生已經為我安排出院手續。

恰巧，在醫院外的吸煙區準備拿起一根黑色萬寶路，好好的吸入我的肺部時，一個女孩突然拍了拍我
的後背。

是彤彤。



「咦？你都出院嗱？」

「係呀……搞到你咁真係唔好意思。」

「你冇搞到我點喎！唔使太擔心，可能係我唔夠訓姐！哈哈。」我也不知為何自己要隱瞞見到人臉的
事，但就是不敢告訴彤彤知。

「有d野……其實我知左好耐架喇…你有冇時間…可以而家同我飲杯野，好好傾下？」彤彤主動邀請，
我難掩心中的興奮，但還是向一眾兄弟打個眼色。

梓峰當場打破悶局，把我推向彤彤：「你個死毒男終於有女仔約喇，仲唔去馬？照舊啦，9點泉記等
你。」

我點了點頭後，梓峰、阿源、Leo和阿影一同離去，剩下我和彤彤在這個他媽的吸煙區對望。

我們二人對望了好久，想不到，竟然會同時間，說出同一番話。

                                        「你……其實係咪俾鬼纏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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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一個智者說過，當一男一女能做到心有靈犀的時候，這兩個人絕對是天生注定的一對。

到底是誰說過這番話，我實在覺得他說得他媽的無撚錯。

日落西下，我與彤彤同時說出的這句話，雖然是有點離譜，但總算證明我與彤彤心有靈犀，光是這點
已經叫我心裡暗爽半天。

我深深吸一口香煙，然後把它弄熄說：「如果係有關依件事既，我諗我地需要好好地傾下，不如就附
近地鐵站果間Starfuck丫。」

「嗯…Starfuck…好，不過我想叫多個人黎。」

「男朋友？」我有點醋意，不知道彤彤會不會感受到呢？

「唔係…果個係我表叔，佢好熟依方面既野，詳細既野我諗都係去到Starfuck再講啦。」

「好丫！咁行啦。」我高興的說，彤彤害羞的低下頭，不敢直視我，看來是剛剛那句說話令她有點尷
尬吧……

只是，心情處於高漲狀態的我，竟然沒留意到，凶靈，正向我身邊的人招手。

------------------------------------

另一邊——

梓峰與阿源、阿影和Leo走到地鐵站之時，一隻蒼白的玉手搭了在梓峰的肩上。

「喂！係你呀？」梓峰喜出望外，因為這一隻手，是屬於醫院那個女護士——阿Kay的。

「你唔係話要投訴我架咩？」阿Kay叉起腰說，看上去十分可愛。

「唉！有人有著落，留低我地依班孤兒仔。」阿源上演一哭二鬧三上吊的戲碼，梓峰立時有點難為情
的道：「Sorry囉……我想同護士姐姐深入認識下，今晚照舊9點泉記見咪得囉。」

「你班友個個有女陪，咁我去搵阿Wing喇。」阿影冷冷的說，阿Wing是與阿影拍拖一年多的女朋
友，兩人性格相近，而且非常專注於工作，所以平常見面的機會很少。

「ok囉！咁我搵Baby，夠鐘我就會出現架喇。」Leo擺出一個非常討打的表情說，阿源望著身邊所
有人都有女伴，登時生氣的說：「咁我點呀！邊個搵位呀？」



不幸地……所有指頭都是指著阿源…阿源只好認命了：「咁你地記得準時喇，我返屋企訓個教先！」

聚會，就此散去。

一雙血紅的眼睛，在不遠處，靜觀其變。

-----------------------------------

梓峰與阿Kay漫無目的地走著，一路上有說有笑，進展非常好。

「係呢，你鐘意點樣既男仔架？」梓峰突然問起。

阿Kay聽到這個問題，竟然在強勢的外表下，露出柔弱的一面：「其實……我鐘意d男仔…好好照顧我
。」

「哈哈，咁我ok喎。」梓峰狂笑道，阿Kay紅著臉的打了梓峰一下，卻被梓峰捉住了手：「雖然今日
係我地第一日認識，但我覺得，可以成為我地第一日開始既日子。」

對於梓峰這個行徑，阿Kay不懂應對，甚至沒留意到，原來自己正過馬路，一輛巴士火速駛近。

「小心！」梓峰先注意到這個危機，立時把阿Kay抱住，拉回馬路。

「唔……唔該。」阿Kay結巴的說，就剛才一個動作，足以令梓峰的分數爆錶。

「哈哈，下次小心d嘛，我都知我夠靚仔…」梓峰說著說著，一隻蒼白的手，搭了在他的肩。

「邊位？」梓峰往手的方向望去，入目的，是四目交投的一雙血紅眼睛。

梓峰還沒反應得及，身體就不由自主的往馬路方向仆去。

沒錯，是這一隻蒼白的手，把他推出馬路。

一輛的士悄然接近，在時速60公里下……

                             「嘭！」

梓峰被的士撞飛到遠處，阿Kay愣住當場，但更令她不安、害怕、恐懼的，是把梓峰推出馬路的原凶
，正向她詭笑揮手，慢慢消失在空氣中。

留下的，只有一句說話。

                                    「你—地—全—部—都—要—落—黎—陪—我—」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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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時空下，不同的地點，發生著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這邊，風平浪靜。

梓峰那邊，死別生離。

那麼其他人呢？

這種分散的情況，正中凶靈下懷，而更糟的是，繼梓峰後，凶靈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膽小的Leo。

Leo與Baby同樣是玩世不恭的人，二人在酒吧相識，但自從Baby向Leo表白一起交往後，卻再沒過
著夜夜笙歌的日子，反倒是過著簡單的同居生活。

而這對小情侶，最享受的時光，就是二人一起放狗的時間。

夜幕低垂，兩人拖著三頭小狗在一個小公園散步，整個氣氛浪漫無比，在這種氣氛下，Leo和Baby
彼此都不作多話，只是靜靜的感受對方的存在，一切一切，喜怒哀樂，盡在不言中。

「係呢，阿King佢點呀？」Baby突然問起這個問題，Leo搖頭笑了笑：「唔知呀，無端端昏迷左，
唔通撞鬼咩？應該身體有事掛？何況佢日日都係咁扯盡黎返工，又對住d大陸西客，唔激死已經算好
叻仔喇。」

Baby腦袋轉了一圈，然後把頭輕輕依在Leo的肩上說：「你呀…近排返工都冇乜點休息過，今晚好好
休息下啦。」

「嗯，我會架喇。」Leo微笑點點頭，然後一手拖著小狗，一手牽著Baby，慢慢的走過這條短短的
路。
時間來到八點，月色開始明亮，一道清透潔亮的月光投射到幽靜的公園，與幽暗泛黃的詭異街燈形成
一個強烈的對比。

「嗖——」一霎陰風吹過，卻把老而彌堅的百年榕樹吹得落葉橫飛，此等異像，就連Leo的愛犬「芝
麻」也感到有所不妥，向著一個方向失控亂吠。

「芝麻！咩事！乖啦唔好亂吠！」Leo用力的拉著愛犬芝麻，卻感覺到芝麻並非貪玩而亂吠，而是因
為感覺到威脅，和見到那能令牠恐懼的東西。

「Baby，你快d走先。」Leo下意識說出這句話，在他心底裡，Baby的性命遠比自己重要。

Baby雖然不解，但基於極少數情況下Leo才會如斯認真，所以Baby即使千萬個不理解和不情願也得
照做，拖著兩頭小狗離開。



現場回歸一片死寂。

芝麻沒有再吠，風亦已停下。

只是……這種寧靜，才是最可怕的聲音。

因為……凶靈，就近在咫尺。

近得……叫Leo感覺到……

凶靈，就在他身後！

Leo深呼吸一口氣，鼓起他那丁點的勇氣往身邊看，就在他眼角接近盲點的位置將影像投射到視網膜
時，Leo失去了他那僅餘的勇氣，閉上眼睛不看。

只是……你能閉上你的眼睛，但能關上你的耳朵嗎？

一把幽怨的女聲，在Leo耳邊細語，但感覺卻是那麼如雷貫耳，完全把Leo心底的恐懼給挑動起來。

              「你—死—左—就—可—以—救—到—你—愛—人—」

凶靈的每一個單字，都如同在地獄深處傳上來，空洞而帶著無窮的怨恨，叫Leo終於禁不住，舉起發
抖的雙手，掩住耳朵。

眼看不見，耳聽不到，但你能屏蔽你的呼吸嗎？

不，不可能。

那種接近咸魚的腐臭中帶有血腥味，叫Leo終於整個人進入崩潰邊緣。

「Bi————」

低頻聲直接傳入Leo心底裡，即使Leo想擋也擋不住。

「呀！！！！」Leo放開雙手，張開眼睛，瘋狂的叫著，終於，他與凶靈，首度「會面」。

投入眼裡的，是凶靈一雙已經反白的眼球，還有那叫人心寒的扭曲臉容。

「嘻—嘻—」

凶靈舉起雙手，勒住Leo的脖子，Leo的生命，終於要到達最後一步了嗎……

----------------------------------------

我與彤彤坐在Starfuck內，一直談著彼此的事情，對於撞鬼的事隻字不提，大概是不敢提起吧…



終於在八點時，彤彤的表叔到了。

但想不到，彤彤的表叔，竟然就是經常在電視上出現，全城的恥笑對象：歐陽法正。

歐陽法正甫一坐下，就盯著我看，不發一言。只是輕輕的用手指，在我額頭上不斷劃空氣符，真搞不
懂他在幹什麼。

「望咩呀……我塊面有漬咩？」我不滿的說。

歐陽法正搖了搖頭，用責備式的說話向彤彤道：「阿彤，我叫過你幾多次，你條命，唔可以鐘意人。
你知唔知，就係因為你動左情，所以你家姐要整死依個男仔？而家仲大件事，你家姐唔止要整死個男
仔，仲要整死埋佢身邊既兄弟……唉…」

「喂，咪住先，到底係咩一回事？我好似聽唔明。」我對歐陽法正的說話大惑不解，什麼？彤彤還有
個家姐要整死我？

「後生仔，你有冇聽過彤彤既過去？」歐陽法正說起時，我才醒覺起來，彤彤對自己小時候隻字不提
，只說現在的事情，莫非……

「阿彤細個果陣，曾經有個孖生家姐，但係一場車禍入面死左。」歐陽法正說起來時，彤彤的眼淚開
始流下來，但眼淚卻是血紅色的。

「終於識喊嗱？識喊就唔好再搞你個妹啦！點解要搞佢？你係咪想你個妹同你一樣，到死都永遠帶住
怨恨？」歐陽法正厲正嚴詞的喝道，卻令我更迷惑了，他不是來幫彤彤嗎？還有，為什麼彤彤的眼淚
會是血紅色的？

轉眼間，我明白了。

眼前的，不是彤彤。

地點，亦不是Starfuck。

我身邊的所有物件開始腐化成灰，世界亦變得血紅，就像我昏迷前見到的東西一樣。

幸好，歐陽法正尚在我身邊，但彤彤卻變得臉容扭曲，雙眼反白，滿口尖牙，十指利爪，非常可怕。

「咪—阻—我！佢—憑—咩—可—以—過—幸—福—既—日—子？阿—King—係—我—架！」這
句出自凶靈的口裡，在這一刻我把所有事情串連起來了，眼前這凶靈，是彤彤的姊姊，亦是我小時候
發生車禍時，見過的那個女孩。

當日的一絲憐憫和交感，把我和凶靈的「頻道」接通了，時至今日，凶靈力量強大，終於可以透過彤
彤，加害於我。

凶靈的目的，並不是要嚇我，而是要殺死我，要我實踐當日的說話。

當日我想過：「這個女孩好可憐啊……明明這麼漂亮…如果她是我未來老婆就好了。」



今日，凶靈來討債了。

「老—野！就—算—你—做—咩—都—冇—用！雖—然—我—整—唔—死—其—他，但—起—碼
—已—經—整—死—一—個—哈—哈—哈—哈—Bi—————」凶靈漸漸遠去，一個熟悉的身影
突然出現在我身旁。

是梓峰。

「阿King，救我！」梓峰不斷向我求救，但向觸不到我，亦看不到我……

歐陽法正搖了搖頭後，拿出一道符說：「阿King下話？我知成件事對你黎講好無辜，所以而家，我
黎還你既人情。」

歐陽法正把符印在梓峰身上喝道：「你呀！俾d生存意志，依度暫時未係你應該黎既地方！返自己既
肉身！」

梓峰痛苦的叫了一聲，然後消失在這血色世界中，而我和歐陽法正，亦在一聲玻璃碎聲中，回到現實
。

我和歐陽法正渾身濕透，看看四周，仍然是Starfuck，彤彤依然是彤彤，但地上卻多了一個破碎的玻
璃球。

我開始漸漸明白，剛才那血色世界不是幻覺，而是真實存在的地方。

那地方，叫地獄。

而梓峰，真的出事了。

剛好，電話顯示阿Kay和Baby的未接來電，我更肯定，他們二人都出事了。

我站了起來，歐陽法正卻喝住了我：「咪過去，如果你而家開始離開我身邊既，隻鬼隨時可以殺到你
！」

「我班兄弟因為我出左事，如果我而家唔去睇佢既，我諗我會後悔一世。鬼又點？死又點？我通通都
唔怕，因為我條命，由我主宰，彤彤條命，亦應該由佢自己控制。既然隻鬼咁唔想我地一齊，我就偏
要同彤彤一齊，幸福俾佢睇。」

這是我的回答，我頭也不回的離開Starfuck，但卻因為歐陽法正的一句說話而卻步：「彤彤得返一個
月命。你係咪想害到佢連依個月既日子都過唔到？」

我緊握拳頭，後背沒有幫我回答歐陽法正的說話，但彤彤卻自己回答了歐陽法正的問題：「只要我可
以同阿King一齊，我唔怕死。家姐要黎既，就由佢黎。我就算死，都要同阿King一齊。」

彤彤說罷，走到我身邊，輕輕的捉住我的手說：「我地一齊去醫院啦。」

我感動的點了點頭，我的初戀，終於由這一刻開始，亦開始倒數。



我與彤彤，只剩一個月時間。

但不論如何，動我兄弟的，我都不會原諒。

梓峰，我來了！

你要支持住啊！仆街仔…

(待續)

 



第六話

《為何我坐巴士總是沒人坐我身旁２姊魅凶靈》第六話

-------------------------------------

醫院——

由阿Kay帶路，我和彤彤來到了深切治療部外等侯，梓峰依然搶救中，見阿Kay臉色不妥，我們都不
敢多話。

我們到達後，阿影和阿Wing、阿源亦先後到醫院，唯獨Leo不見人影。

此時我才醒覺起，Baby曾經致電給我。

我打了個電話給Baby，卻只能駁去他媽的留言信箱，令我更擔心到底凶靈會否向Leo和Baby下手。

但想了很久，我還是決定先問梓峰到底為何弄成這樣的，再弄清楚來龍去脈。

「阿Kay，梓峰係點解搞成咁，你不如將你見到既野講出黎啦…」我打破沉默，阿Kay卻好像不太想
回憶起當時的情況，顯得有點焦慮。

「唔好逼我啦……我真係唔知呀……」

「講啦！」阿源開始暴燥了。

「我真係唔知呀…」

「我叫你講呀！」阿源一再強逼，終於逼得阿Kay抱著頭跪下，崩潰大喝：「係隻女鬼推梓峰出馬路
架！！！我好驚好驚！！！唔好再問啦！！！我真係唔知呀！！！」

彤彤輕輕把阿Kay抱入懷裡，好好安撫著阿Kay的情緒，阿Kay在這種氛圍下，終於飲泣起來。

我無力的坐了起來，緊緊的握著拳頭，到底我做錯了什麼？這凶靈要咬著我不放？童年時的一個想法
真的那麼重要？重要得要令這麼多人糟到不幸？

無助，充斥每一個人心底裡。

只有一個人，終於不再沉默。

「我去搵Leo。」阿影突然站起來說，阿Wing卻只是不作一聲的拉了拉阿影的衣袖。

「今次，冇人可以阻到我。搞我兄弟，我就要佢付出代價。」阿影甩開阿Wing的手，徑自往升降機
口的方向走去。

「你知Leo係邊咩？就算真係搵到Leo，對方係鬼，你做得d咩呀？」阿源喝住了阿影，阿影笑了笑



說：「Leo最鐘意去果個公園放狗……至於鬼，信我，因為家庭背景，所以我對依方面有絕對

既熟悉。」

我從來未見過阿影如此堅決的說話，那種信心，源自那心底裡一種希望為兄弟討回公道的怒火。

「我陪你去！」我舉起手道，阿影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件事因我而起……我都去。」彤彤站在我身旁說。

「既然獲野都搞到咁大，你地又個個都去，我點可以唔去？」阿源搭著我的肩說。

「影，應承我，平安返黎。」阿Wing給予阿影一個信任的眼神，阿影打出一個OK手勢後，開始交代
事情：「此行凶險，彤彤，我希望你講多D你知既野我知。另外，阿Kay好好睇住梓峰。阿

Wing，你留係度陪住阿Kay。」

「出發啦。」我拿出手機，現在時間是：21:00。

----------------------------------------------------

我們一行四人坐的士趕到公園之時，已經是21:30。

這個公園靜得可怕，卻有一道虛弱而細微的聲音在不斷呼喊，似是受到重創似的。

我們往聲音的方向走去，入目的，是一頭已經被無數尖刺物貫穿身體的小狗——芝麻。

「芝麻都係度！即係Leo一定係附近！」我再往裡面走去，果然不出所料，Leo正躺在地上，看上去
只是暈了，幸好身體還沒什麼傷口，還有心跳和呼吸。

我搖了搖Leo，Leo漸漸醒來，「阿King！！！」當Leo發現第一眼見到我人是我時，把我抱得緊緊
的，就似是害怕失去什麼似的。

「冇事喇，Leo…放心。」

「芝麻佢點呀…」Leo望著我的眼神充滿恐懼，剎那間我知道了，芝麻代替了Leo的命運，若然沒有
芝麻，死的就會是Leo。

「芝麻已經捱唔住架喇…」我搖了搖頭。

「甘婉玲仲係附近…！小心呀！佢要殺晒你地！Baby呢？Baby點呀？」Leo的思緒已經非常混亂，
他既痛心芝麻為他而死，亦擔心Baby的安危。但更令Leo不安的是，他可以好肯定，凶靈就在

附近。沒錯，甘婉玲是凶靈本來的名字，甘婉彤，也就是彤彤，與她是孖生姊妹。

「阿King小心！」Leo突然大喝，我感到我的後背有一隻陰寒無比的手，正想捉住我的脖子。



突然，一道金光閃耀起來，然後就聽到彤彤痛苦的叫聲。

我往聲音望去，但見阿影拿著一道護身符印在彤彤身上，彤彤則是一直在痛苦狂嚎，那一刻，我明白
了。

甘婉玲明知道阿影懂得打鬼之術，所以就附身於彤彤身上。

                                              「阿影！停手呀！」

(待續)

 



第七話

《為何我坐巴士總是沒人坐我身旁２姊魅凶靈》第七話

------------------------------------

甘婉玲附身於彤彤身上後，情況變得更詭異了。

阿影本來只靠著那護身符作為籌碼，但既然現在甘婉玲附身於彤彤身上，那麼護身符的作用相對便大
大降低了。

「你—地—全—部—都—要—死！」彤彤……不，是甘婉玲用嘶啞的聲音說，阿影當機立斷，抽出
平常掛在頸上的頸鏈，用力一甩，頸鏈上刻有的符文立時爆出金光，把彤彤弄得一臉痛苦表

情。

不…不要！

我不想彤彤受這種痛苦！

「阿影停手呀！」我叫住了阿影，阿影一個分神，就這一個分神，令阿影失去最重要的東西。

甘婉玲避過了阿影的頸鏈，然後雙手食指一插，剛剛好…插中阿影的眼球。

「哈—哈—哈—哈—哈—」在甘婉玲的狂笑聲中，兩顆血淋淋的東西被挖了出來，眾人都愣住當場
，完全不懂應對。

「呀！！！！！」阿影摀住雙眼，痛苦的呼叫著，在阿影的痛呼聲中，我隱約聽到甘婉玲那句充滿怨
恨的說話：「今—次—只—係—前—奏！我—要—你—地—後—悔—到—死！」

甘婉玲的聲音越飄越遠，彤彤亦暈倒在地，我跪在地上，完全不知道怎樣是好了……

「快d送阿影去醫院啦！你跪係度托柒咩？」阿源的怒意已經到達頂點，這一切……都是我害的。

-------------------------------------

數小時後，醫院．加護病房——

阿Wing看著眼睛包紮著，紗布上滲著兩個血紅點的阿影，沒由來一陣激動。

「點解…點解阿影會咁架！」阿Wing用責怪的語氣問我，我望著阿Wing，完全不敢回答。

阿影…是我害的。

「嘭！」突然，我感到腦袋被一道重力轟中，然後我整個人就倒在地上了。



我被阿源踢了一腳。

「我唔想再見到你！係你害我地架！你走！」阿源盯著我的雙眼充滿怒火，那是阿源第一次對我發這
麼大的火…

「好…我知道喇…」我徑自離開醫院，獨自在街上漫步，但…我又可以去到什麼地方呢…？

梓峰還未醒，阿影又瞎了，彤彤又因為附身弄得昏迷，阿源、Leo他們又不想再見到我……我的人生
，首次明白什麼叫「生無可戀」。

有了，我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了。

這裡夠高，從這樣跳下去，應該就能到我的容身之所，一切事情，亦應該可以了結。

我來了……

(待續)


